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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停车场、卫生间等设施免费让公众使用

设施对外开放 管理如何跟进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庄稼病虫害如
何防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喷施农药。
而在阜城县阜星现代农业园区，用农药进
行病虫害防治的传统方式正在被生物防
治所代替。

8 月 23 日，在 2017 年全国免施农药

高粱生产基地建设观摩会上，阜城县阜星
现代农业园区内一架无人机正在释放赤
眼蜂，引得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区的观摩
者连连称赞。园区负责人殷庆章介绍，

“赤眼蜂是庄稼的‘蜂卫士’，采取以虫治
虫方式，是我们在高粱生产上采用的绿色

生产方式之一。”
“高粱生长中有两大害虫——蚜虫

和钻心虫。我们在品种上选择了抗蚜虫
高粱新品种，并根据害虫发生规律适时
释放赤眼蜂防治钻心虫。同时，还用配
方肥替代传统化肥，进行秸秆还田增加

地力。”殷庆章告诉记者，生产方式的
改变大大提高了高粱品质。虽然距高粱
收 获 还 有 一 个 月 ， 但 产 品 早 已 未 收
先销。

阜城县东高村村民曹根瑞，是改变传
统生产方式的受益者之一。“我有 6 亩责
任田，去年 3 亩地种了不打农药的高粱，3
亩地种了玉米。由于种的高粱没有打药，
而且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收获和烘干
销售都由园区统一管理，我只是间间苗，
就获得了每亩 1800 多元的收入，每亩比
种玉米多收入 1000 元。今年我的 6 亩地
都种了高粱。”望着丰收在望的高粱，曹根
瑞高兴地说。

本报讯（通讯员付佳、常梦礼 记者徐华）近日，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与京东商城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深入合作冲印业务。乐凯将为京东用户
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在线照片冲印服务。

根据协议，乐凯将为京东商城提供世界领先的
冲印技术、先进的冲印设备管理经验、高效专业的
技术服务和高品质的相纸，从而为京东客户提供高
品质的冲印产品。京东商城将凭借其物流、售后服
务和营销优势，实现照片冲印个性化营销，助力乐
凯在电商市场的快速发展，实现乐凯品牌形象的全
新升级。

乐凯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希望通过此次合
作，找到传统影像行业进军电商领域的突破口，为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冲印产品服务，进一步焕发中国
品牌的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 通讯员邓宏飞、娄巧哲）
近日，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石家庄机场办事处旅
检工作人员，从泰国入境旅客携带的水果红毛丹中
检出不明蛾类幼虫。经实验室培养羽化后鉴定，确
认为灰白条小卷蛾，为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类有害
生物。

灰白条小卷蛾幼虫取食芒果嫩梢嫩叶，影响梢
叶抽发，造成花器枯死，不能开花结果，严重影响
果实产量，主要寄主包括芒果、荔枝、决明、马樱
丹等。在国外主要分布在印尼、澳大利亚、泰国等
地。由于缺乏天敌，一旦传入我国北方地区，其危
害将难以估计。该批水果已作了销毁处理。

乐凯牵手京东开展
在线照片冲印业务

阜城县阜星现代农业园区

以虫治虫，种高粱不打农药了

我省在全国首次
截获灰白条小卷蛾

本报讯 （记者邢杰冉） 8 月 25 日，省人社厅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与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举办河北区域成熟人才专场招聘会。
这是该公司首次大规模在河北招揽人才，计划招聘
商务、财务、风险控制、环保等方面的人才100至
150 人。招聘会上，吸引了 700 余名求职者投递
简历。

自 2002 年至今，中国葛洲坝集团在河北及京
津地区主要承建 （投资建设） 的项目有 17 个，合
同额超过 400 亿元，业务涵盖环保、市政、水利、
铁路、公路、新能源等领域。

葛洲坝集团来冀揽才

示范引领：葡萄架下的生产
与生活

工人们挥汗如雨，工程建设热火朝
天。在葡萄小镇核心区内，葡萄四产院
落、碣石山居酒店、星汉街市商业街等工
程项目及基础设施正在紧锣密鼓建设当中。

葡萄小镇计划投资 60 亿元，总规划面
积 39 平方公里，辐射 17 个村近 4 万村民，
打造原乡、生态、人文旅游度假小镇，包
含小镇中心、矿坑生态修复公园、葡萄树
王、百年湾里老宅民俗馆、春日望海观景
平台和葡园小径、葡萄溪谷、玫瑰香大道
在内的“六点一线”新业态，引领全县葡
萄产业提质升级，实现生产、生活、生态
共赢发展。

“葡萄小镇是碣石山整体开发的开山之
作，对于昌黎县发展全域旅游、调整产业
结构、拉开城市框架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昌黎县碣石山片区开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侯秀伟表示，葡萄小镇的建设将对昌黎县
的发展起到创新引领作用。

正如侯秀伟所言，葡萄小镇在昌黎县
传统葡萄种植优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制
定了葡萄酒产业优化策略和全季旅游战略,
着力全产业链升级，预测旅游经济成长趋
势，推演面向未来的生态经济模型，全要
素打造多种经济产业，实现一二三产深度
融合。

目前，在协调多方资源反复调研论证
后，葡萄酒产业发展六大战略已经规划完
毕，分别是：制定因地制宜的产业战略规
划；制定产区品质标准，拒绝同质化量
产；塑造文化领袖，树立产区形象价值标
杆；昌黎葡萄酒产业品牌输出；发展配套
产业与新颖产业链，丰富盈利模式；与世
界顶级酒庄交流结盟。

葡萄小镇还将进一步打造葡萄文化创
意社区，建设葡萄博物馆，以及一系列以

葡萄为主题的文创、展示、品鉴项目，深
挖葡萄文章，讲述不一样的“葡萄故事”。
葡萄种植体验中心、古法酿酒体验中心、
鲜食葡萄采摘园、葡园摄影基地、葡园创
意文化中心、葡萄休闲康养 SPA 等第三产
业业态的落地，持续提升葡萄产业的内在
禀赋和直观体验。整合现有农家乐、采摘
园、观光园等农业景点，注入旅游度假、
生产加工、康体养生等高附加功能，实现
由单一农业向现代庄园经济的转变。未
来，葡萄小镇将成为特色鲜明的产业镇、
旅游村、创业城。

跨越发展：感觉一下子跟国
际接上了轨

除了产业的升级，葡萄小镇更给百姓
带来了广阔的视野。

葡萄小镇的前身是葡萄沟，已有 400
余年的葡萄种植历史。“种葡萄确实给我们
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可是这几年，光靠卖
葡萄，我们的收益就没增加过。”条子峪村
村委委员秦乃涛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葡
萄沟里以葡萄为生的葡农们的境地。

葡萄沟好吃的葡萄引来了越来越多的
人，头脑活络的葡农把自家院子收拾收
拾，提供采摘、餐饮和住宿服务，原始、
简单、朴实的农家乐应运而生。

然而，因为缺乏合理且前卫的开发理
念，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软硬件服务
档次低等问题制约了葡萄沟的进一步发展。

“西山场村是开发较早的一个村，但是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农家乐还只是简单地
提供农家饭和中低档住宿，一直停留在低
层次状态。”西山场村党支部书记赵瑞
锋说。

“葡萄小镇将葡萄沟内的条子峪、西山
场、湾里等村连片打造，并带动周边村庄
学习世界先进地区民宿做法，打造样板型
的葡萄四产院落，将一二三产高度融合，

提升民宿的整体档次。”当地土生土长的村
姑解说员张英洁熟练地向笔者讲解着这里
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四产院落”这个新鲜词儿引起了笔者
的注意。经过解释，原来是将葡萄产业的
一二三产业集中到一起展示的院落，包括
葡萄种植知识馆、一产加工体验坊、艺术
生产区、生产体验区、品牌体验区和餐
饮、民宿服务区等。

葡萄小镇建设的开启，正是以葡萄四
产院落等精品项目为引领。同步伴随的，
是从服务到村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昌黎县特意邀请世界先进地区民宿管
理专家，对葡萄小镇的 30 家民宿管家进行
培训，学习如何制作咖啡、下午茶、精良
菜品等。“此次培训对于树立葡萄小镇品牌
形象，提升民宿服务水平，提高村民生活
质量都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参与组织培训
的昌黎县文旅委工作人员王立红这样认为。

“真是见了大世面，感觉一下子跟国际
接上了轨。”参加培训的艺铭农家院女管家
秦波说。

此外，葡萄酒产业方面，昌黎县计划
通过“昌黎产区”的打造，最终实现葡萄
产业整体升级与国际接轨。

通过产业资源引进，联合法国葡萄酒
品鉴协会和来自台湾地区的行业专家撰写
的 《昌黎葡萄酒产业蓝皮书》 即将发布，
未来将邀请普利兹克获奖建筑师打造国际
级艺术酒庄，联袂法国、美国等专业资
源，通过产业转型机制设计、能力培训等
方式实现酒庄的持续运营。

原乡心声：明年一定会让你
来了就不想走

百姓能从原乡产业升级中获得实惠，
才是以葡萄生态圈为核心的葡萄小镇的
目标。

“相信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生活会更加

美好。”昌黎县文旅委主任白秀川与当地百
姓一样，对葡萄小镇的美好未来充满希望。

的确，葡萄小镇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
提前受益。

在葡萄小镇，有一棵葡萄树被称作
“葡萄树王”，它的品种学名为玛瑙，当地
人都叫它“马奶”。这棵树现在由它的第四
代主人、今年 42 岁的西山场村村民马振玲
管理。

走进马振玲家，只见整个院子被葡萄
架覆盖。若不是主人介绍，笔者无法相信
头顶这一院子的葡萄藤皆来自一棵葡萄
树，它的枝枝蔓蔓覆盖的面积约有 400 多
平方米。

“葡萄树王”年产葡萄 1000 斤左右，
葡萄每斤可以卖到 39 元，一年就可以为马
振玲带来 4 万元左右的收入。伴随着政府
对于葡萄小镇的大力打造，葡萄产业的生
态圈日趋完善，消费者对于优质葡萄的需
求量与日俱增；加之政府对葡萄树王历史
文化的挖掘和传播，大大提升了其文化价
值和影响力，马振玲的葡萄树王价值倍增。

马振玲开启了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有武汉的老两口，每年 5 月份就来到

马振玲家，一直住到 10 月份“吃饱了葡
萄”才走。

8 月初，葡萄刚刚成熟，57 岁的条子

峪村村民秦桂秀家就迎来了十几位来自天
津的游客。他们在网上看到葡萄小镇的宣
传后，相约自驾而至。晚上，秦桂秀免费
为他们加工了从海边买来的海鲜。游客对
秦桂秀伸出了大拇指：“葡萄小镇不仅山
青、水绿、葡萄甜，这里的人更美。”

“明年你们一定再来，建成的葡萄小镇
一定让你们来了就不想走。”秦桂秀像邀请
亲友一样邀约他们。

游客数量增长、葡萄销售价格提高，
将使当地村民的收入大幅提高。通过建设
葡萄小镇，村民可以到葡萄原乡风情集市
做生意，还可以从事第三产业的相关工
作，也将成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预计，
葡萄小镇将使当地居民每年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葡萄小镇在绿水青山中实现着产业升
级，在时尚原乡中助力着农民增收，在生
态文化涵养中增强着文化自信、提振着家
国情怀。

“三十里的坡呦，三十里的沟，三十里
的绿网望不到头，昔日的荒山披上了彩
衣，你给咱山里人带来了好兆头⋯⋯”一
曲昌黎人自己作词谱曲的 《葡萄沟的情
思》，唱出了昌黎人对昔日葡萄沟，今朝葡
萄小镇的美好愿景。

（卢纪锋、储学敏）

从 葡 萄 沟 到 葡 萄 小 镇
——秦皇岛昌黎县打造原乡经济产业的实践

“漫山遍野绿如涛，葡萄架下慢生活。”8 月 8 日，来到秦皇岛市昌黎县十里铺乡的葡萄小镇，漫山遍野的
万亩葡园让笔者叹为观止。

在这片万亩葡园的背后，是昌黎县大力打造葡萄小镇、升级葡萄产业的一纸蓝图。昌黎县抓住第二届河
北省旅发大会这一契机，以建设京津冀创意休闲农业转型示范项目为目标，着力打造葡萄小镇，实现葡萄全
产业链创意开发。

余晖中的葡萄小镇余晖中的葡萄小镇。。 佟志民摄佟志民摄

□记者 米彦泽 贾 楠 实习生 刘 萌

前不久，一则“正定县城所有停车场
免费”的消息刷爆朋友圈。随后，石家庄
市鹿泉区也免费开放了 36 处停车场、32
家沿街单位的卫生间，引来市民点赞。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市民停车、
如厕等需求与城市公共设施不足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正定等地推出上述做法的
目的正是为了有效缓解这一矛盾。

单位设施对外免费开放，是城市管理
方式的创新，但免费不等于免责，如何把
这一好事办好，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
慧。

多地多单位设施免费开放

“古城正定欢迎您！停车免费，请将
车头向外！”8 月 19 日，在正定县隆兴寺景
区停车场，工作人员正在指挥游客停车。
当得知免费停车时，游客李艳明笑呵呵地
说：“这感觉真爽！”

近日，正定县城沿街机关事业单位纷
纷拆除围墙、打开院门，让社会车辆能够
方便出入、免费停放，卫生间、开水间也提
供给游客共享。同时，县城所有停车场实
行免费停车，马路牙子也全部抹平，方便
居民、游客路边有序停车。

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石家庄市鹿泉
区。据鹿泉区城管大队大队长张少春介

绍，鹿泉区近期免费开放了城区包括沿街
单位在内的 36 处停车场，可提供约 1600
个免费停车位。同时，为解决城市公共卫
生间少、如厕难问题，8 月 9 日，鹿泉城区
首批 32 家沿街单位的内部厕所也正式面
向市民免费开放。

石家庄市主城区全面推广蓝色标线
的免费停车位；邢台市区 200 余家沿街机
关单位对外免费开放厕所；衡水市区首
批 11 家单位的内部厕所也于近日免费开
放⋯⋯

“公共设施建设不足是目前城市管理
的软肋，将一些单位内部的公共设施对外
开放，盘活了现有资源，使公共设施利用
率达到最优、最大化，缓解了城市建设和
管理的压力，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公共设施
的优化。”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王春城表示。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
近年来逐步实现了完全免费；部分景区的
门票开始降价；一些城市的公交也推出低
价甚至免费路线⋯⋯一个公共设施、服务
等逐渐降价甚至免费的时代正在到来。

带来城市品质和知名度的提升

城市公共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在给
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城市财政
收入的减少及管理成本的增加。那么，政
府如何算好这笔账？

从算景区收费的“小账”到算带动旅
游经济发展的“大账”，杭州的做法走在了
全国前列。

西湖景区免门票至今已有15年了，尽
管每年损失两千余万元的门票收入，却带

来了游客成倍的增长，促进了杭州市餐饮、
旅馆、交通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据测算，
每个游客在杭州多停留24小时，杭州市的
年旅游综合收入就会增加100亿元。

之后，杭州又陆续推出公共自行车免
费借用、公共厕所全部免费、图书馆免费
开放、博物馆自由参观⋯⋯正是得益于这
些公共设施的免费提供，杭州屡获“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殊荣。

“杭州的做法其实是更长远的精明经
营策略。”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
长刘思敏说，公共设施免费就是一种“互
联网模式”，不是直接从入口盈利，而是用
免费方式获取流量，有了流量再来发展其
他业务。刘思敏解释，公共设施免费了，
公共服务提升了，城市的人文环境就会越
来越好，就越能吸引人来旅游、就业、创
业，促进城市发展，从而为公共设施建设
和服务提供经济支撑。

早在 2012 年，邢台市动物园就开始
免费向市民开放，深受市民欢迎。

“动物园免费开放符合‘共享’发展理
念。短期看确实减少了门票收入，但带来
的却是长期效益。”邢台市园林局局长姜
志远表示，首先是可以让广大市民共享改
革发展红利，有助于树立起公共管理和服
务部门的良好形象；其次是吸引了更多游
客参观游览，带动了旅游、餐饮等行业的
发展，提升了城市品质和知名度。

更需加强管理和服务

经济学和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公
共资源悲剧”，也被称为“公地悲剧”：一群
牧民面对公共的牧地，每个人都希望多养

一些牛来增加收入；而当所有牧民都增加
了牛的数量之后，牧地会因为过度放牧而
沙化，最终导致所有牛都被饿死。

城市中的基础设施乃至于公共服务
的免费提供，无疑具有“公地”性质，而当
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这些设施但没有人
有权阻止他人使用时，很容易会导致设施
的过度使用。免费停车位上的“僵尸车”、
公共厕所里被疯抢的卫生纸等，就是现实
生活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那么，在公共设施逐渐免费开放的时
代，该如何避免“公地悲剧”？

“公共设施的免费并不等于免于管
理。管理缺位或管理不科学，免费的结果
往往不是惠民利民而是伤民。”河北旅游
规划首席专家、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副
所长邸明慧认为，公共设施免费开放后更
需加强管理，这样才能保证公共设施的合
理、公平分配，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现象
的出现。

“鹿泉区正在给新建的免费停车场安
装监控、警务亭等相关设施，停车场由专
人 24 小时值守，维持秩序，保持卫生整
洁，严查易燃易爆物品，保证停车场安
全。”张少春说，未来还要建立停车场登记
制度，安装专门的车辆精准计时设备，严
防“僵尸车”的出现。

王春城建议，推进公共设施免费，政
府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安排、合理规
划。特别是要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高
科技手段，在推行数字城管的基础上，提
升城市网格化、信息化管理水平，促进现
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提升城
市管理科技含量和服务水平。


